
曹知白：是本土画家
也是乡里的“道德楷模”

问：对谈开始，先请各位专家给曹知白的生
平来张“白描”吧。

王辉：对于曹知白，许多人会有点陌生，事
实上，他是元代画坛上一位不逊于“元四家”的

巨匠。

曹知白生于1272年，卒于1355年，字又玄，

号云西，学者尊称其为贞素先生。他是一名上

海“本土画家”，祖上从瑞安迁至华亭贞溪（今青

浦区练塘镇小蒸）定居。出身于富裕的文士之

家，身高七尺，美须髯、性机悟、善识事；

不仅绘画上有所成就，还精通水

利，曾多次出谋划策治理家乡

的吴淞江；不过，曹知白并不

想做官“搞事业”，而是游历京

师大都、结交多位王侯巨公，

后又隐逸乡里到老，以治园植

花为事，以诗酒琴画为乐；富收

藏，藏书达数千卷，法书墨迹

数百卷。

问：那么，曹知白的山
水画风格是怎样的？有哪

些绘画代表作？

凌利中：他的艺术风格
糅和了李成、郭熙，为元代

“李郭派”的重要代表画家之

一。尤擅雪景寒林，以“蟹爪”

“鹿角”出枝，能赋新意于笔线

之中，松秀疏朗的笔致中有坚

挺遒劲之趣、温和儒雅之情

趣，漾溢着浓重的书卷气。

他的传世作品多以寒林、

雪景为题材，如本次在青浦

博 物 馆 展 出 的《清 凉 晚 翠

图》，以及作于1349年的《群

山雪霁图》。后者恰与黄

公望的《九峰雪霁图》意境

相仿，或为二人互相影响

之见证。

值得一提的是，1349年

五月，黄公望题曹知白《重溪暮霭图》称，“于今

诸名胜善画家求之巧思者甚多，至于韵度清越，

则此翁当独步也……”“韵度清越”，诚为曹知白

艺术风格的最佳总结。

问：原来本次展览的主题“韵度清越”四个
字是这么来的。除了绘画成就外，曹知白的人

品也备受好评，以“高风雅度”著称，能否分享他

的一二轶事？

王辉：曹知白可以说是乡里的“道德模
范”和“精神标杆”了。他时常接济帮扶生活

有困难的族人文友，乡人名士都对他的品行

评价很高。

例如，杨瑀在《山居新语》中记载，善画的杭

州人李冲拜访曹知白，不幸殁于曹家，曹知白就

在自己家中正堂为其治丧，并选择善地加以埋

葬，体现出他对友人的真情厚谊。

不仅如此，曹知白生性好客，常邀亲朋

好友在家中论文赋诗，挥毫图画。据记载，

至元二年（1336年）十一月的一天，寒风凛

冽，但曹氏园池内文士群集，他率宾客联

诗吟唱至半夜时分，这次经历被邵亨

贞写在《编校遂生亭联句有序》一文

中，此类雅集活动就是曹知白生活

的常态，不亚于昆山顾瑛玉山雅

集、无锡倪瓒清閟阁雅集。因而，

他与顾瑛、倪瓒一同位列元季江

南三大名士，确是名至所归。

艺术顶流“朋友圈”
聚“天下士”之灵魂人物

问：作为江南文化名士的曹知
白，有哪些艺术顶流“朋友圈”？

王辉：曹知白一生喜交朋友，上
至达官贵人，下至布衣释人，他的

“朋友圈”很广。这些朋友还有个共

同的特点——都在文化界名望颇

高。包括文化大咖赵孟頫、邓文

原、王冕，“元四家”中的黄公望、

倪瓒……曹知白与这些名流文士

的交往留下了不少嘉话，他在文

人圈也颇具号召力和影响力。

而在这些朋友中，他与黄公望的

交情最善最贴。

问：拥有如此号召力和影响力
的曹知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当时江南艺术文化

的形成？

凌利中：是的。元
季东南战乱，太湖流

域以东如松江、青

浦、嘉定等区域一

时成了文人偏安

避地之桃花源，

这也为当时的上

海带来了文化繁

荣。上海作为当

时文人画的创作

核心地带，也出现

了本地绘画史上的

第 一 个 高 峰 。 其

中，曹知白及其宅园

无疑是第一个阶段的聚

“天下士”之灵魂人物，他

还与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代

表人物共同促成了上海在元末成

为江南文化艺术活动中心。

打造江南文化品牌
青浦如何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

问：除了曹知白，青浦还有哪些历史传承的
江南文化宝藏？

曹伟明：青浦，正如它的名字，是一条浓墨
重彩的文化长河，汇集了众多深厚的人文之

浦。除了曹知白，还有西晋文学家陆机、陆云兄

弟；宋代著名藏书家庄肃、水利专家郏亶；明代

史学家王圻；清代书法家沈荃、金石学家王昶；

近代有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夏瑞芳、无产阶级

革命家陈云等。

问：拥有如此丰厚的文化宝库，青浦该如何
打造江南文化品牌？

曹伟明：城市的每一次蜕变都需要历史文
脉的传承。因此，要想提振青浦的文化软实力，

需要挖掘传统的文化资源，守正创新地创造城

市发展的文化资本。

何为守正创新？一是要进

行文化搅动，让数千年积累

的文化与新媒体形式融

合，增强文化的传播

力；二是进行文化

推动，让富有文

脉的传统文化

与 现 代 时 尚

融 合 ，增 强

文化的竞争

力；三是进

行 文 化 流

动，让具有

文 化 记 忆

的 传 统 文

化与青浦建

设融合，增强

文 化 的 感 染

力；四是进行文

化涌动，让根植于

传统的优秀文化与

时代潮流融合，增强文

化的创造力。

而从文化资源到发展资本

的转化创新中，我们应把握好以下几个

发展关键：一是充分激活优秀传统的文明基

因，永葆最江南的文化生命力；二是熔铸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温暖家的文化凝聚力；

三是塑造文化城市名片，提高创新核的文化竞

争力；四是创造城市文化精品，激发高颜值的

文化创造力。

总而言之，打造江南文化品牌，要让青浦的

古文化和水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让人民至

上的文化创造力持续迸发；让中华民族传统的

文化基因和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相适应，以人

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

树立和坚持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青浦

的文化软实力，更好地实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发展、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青浦新城建设等

一系列重大战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的“枢纽门户”。

本版曹知白画作供图：故宫博物院 上海
博物馆

青浦区深入挖掘本地名人文化，打造“江南文化”IP

带你欣赏元代画家曹知白山水名作
曹知白，何许人也？是大名鼎鼎的“元四家”之首黄

公望的好朋友，还是颇有成就与名望的画家？11月16日
下午，“韵度清越——元代画家曹知白诞辰750周年纪念
暨山水画展”在青浦区博物馆拉开帷幕。

一幅幅画作中，曹知白于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涉水

而来，回到了这片他出生的土地。近日，上海市文史馆
馆员、青浦区文联主席、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
范大学兼职教授曹伟明，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
研究馆员、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故宫研究院客座
研究员凌利中，青浦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中国博物馆

协会理事王辉三位专家“围炉”闲话，畅谈曹知白其人其
事，再谈及他的豪华“朋友圈”，以及青浦历史上还有哪
些江南文化“icon”（偶像），以此为钥开启当下文化建设
之门，璀璨的文化遗产对青浦打造江南文化品牌有怎样
的启示？

疏松幽岫图曹知白先生画像 作者 苏民

清凉晚翠图

www.wh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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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畅

当地时间11月15日，波兰东部与

乌克兰接壤的赫鲁别舒夫县发生2起爆

炸，造成2人死亡。起初有波兰媒体称，

坠入波兰境内的导弹为俄制导弹。稍

后，美联社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初

步评估认为，击中波兰的导弹是乌克兰

防空系统向来袭的俄罗斯导弹发射的。

北约在召开紧急会议后表示，这起事件

很可能是乌克兰为保卫其领土免受俄巡

航导弹袭击而发射的防空导弹引起的，

俄罗斯应承担事件的最终责任。

波兰总统杜达和总理莫拉维茨基

16日在波兰国家安全局同部分部长级

官员会面。杜达在会面后对媒体表示，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发生在波兰东部边境

地区的爆炸是对波兰蓄意攻击，造成爆

炸的导弹可能是S-300型。“我们没有任

何证据证明导弹是俄罗斯发射的，导弹

有非常高可能性来自乌克兰武装部队。”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

16日也通报说，俄军工专家根据15日晚

波兰公布的照片确认，上述爆炸后残留

的碎片属于乌克兰的S-300型防空导弹

部件。

15日爆炸发生后，杜达立即同美国

总统拜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等

通话。杜达表示，他认为这是一起“孤

立事件”。但波兰政府同时也着手考虑

是否需要启动北约协议第四条。据悉，

北约协议第四条规定，当北约任何一个

成员国认为任何一个盟国的领土完整、

政治独立或安全受到威胁时，北约成员

国应对此共同协商。

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有波兰媒体称

坠入波兰境内的导弹为俄制导弹。对

此，波兰外交部15日召见俄驻波大使安

德烈耶夫，要求俄方立即对事件作出详

细解释。俄罗斯国防部当天晚上在社

交媒体上发表声明予以否认。声明说，

俄罗斯军方没有使用杀伤性武器对乌

克兰和波兰交界地区的目标发动打击。

之后美联社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

话报道称，初步评估认为，击中波兰的

导弹是乌克兰防空系统向来袭的俄罗

斯导弹发射的。对此，乌外交部长库列

巴15日深夜否认坠入波兰导弹是乌克

兰防空系统发射，称这是“阴谋论”。乌

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日在社交媒体发

文说，他与波兰总统杜达进行了通话，

双方交换了信息并表示将查明事件真

相。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

克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方蓄意策划

了对波兰领土的导弹袭击。

正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参加二十

国集团峰会的拜登15日表示，在相关调

查完结前不会对事件定性，但从运行轨

迹来看，该导弹“不太可能”是从俄罗斯

发射的。拜登表明美国会对事件进行

彻查，并称“将随着调查进展，共同决定

下一步将采取的措施”。据悉，在二十

国集团峰会期间，北约和七国集团领导

人紧急讨论了这一事件，并表示会帮助

华沙进行调查。

此外，据路透社消息，北约16日在

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商讨波兰东部

边境地区爆炸事件。北约秘书长斯托

尔滕贝格在会后记者会上说，目前没有

迹象表明这是蓄意攻击，也无迹象显示

俄罗斯正准备对北约采取进攻性军事

行动。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初步分析

认为，这起事件很可能是乌克兰为保卫

其领土免受俄巡航导弹袭击而发射的

防空导弹引起的，俄罗斯应承担事件的

最终责任。

波兰东部地区遭导弹袭击2人死亡，经调查导弹或来自乌克兰防空系统

导弹事件初判“无蓄意攻击证据”

新华社洛杉矶11月15日电（记者谭晶晶）美国东部时间16日1

时47分（北京时间16日14时47分），美国航天局新一代登月火箭“太

空发射系统”首次发射升空，执行“阿耳忒弥斯1号”无人绕月飞行测

试任务。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太空发射系统”搭载“猎户座”飞船从佛

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的39B发射台发射升空。

据美国航天局介绍，此次“阿耳忒弥斯1号”任务时长约25天11

小时，“猎户座”飞船飞行距离约209万公里（130万英里）。飞船预计

于12月11日返回地球，溅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附近海域。

此次任务旨在测试“太空发射系统”的性能表现以及“猎户座”

飞船的能力，主要目标是在太空飞行环境中检验飞船的各项系统，

在后续执行载人试飞任务前，确保飞船返回大气层、下降、溅落海

面、回收等各环节的安全。

美国航天局表示，“阿耳忒弥斯1号”无人绕月飞行测试任务是美

国一系列月球探索任务的第一步，将为后续载人探月任务奠定基础。

此前，美国航天局先后因火箭引擎故障和火箭燃料输送故障，

两度推迟“阿耳忒弥斯1号”任务发射。

“阿耳忒弥斯”是美国政府2019年宣布的新登月计划，最初计划在

2024年前将美国宇航员再次送上月球。由于预算不足等原因，美国航

天局2021年宣布，美国宇航员重返月球的计划时间推迟，最早于2025年

登月。在宇航员登陆前，美国航天局计划开展代号为“阿耳忒弥斯1号”

的无人绕月飞行测试和代号为“阿耳忒弥斯2号”的载人绕月飞行测试。

搭载“猎户座”飞船执行无人绕月飞行测试任务

美国新一代登月火箭首次发射升空

新华社联合国11月15日电 第77

届联合国大会15日举行联合国上诉法

庭和争议法庭法官选举。经联合国内部

司法理事会推荐，来自中国最高人民法

院的法官高晓力、孙祥壮分别当选联合

国上诉法庭、联合国争议法庭法官。

据介绍，高晓力的任期为2022年11

月15日至2026年6月30日，孙祥壮的任

期为2023年7月1日至2030年6月30日。

联合国上诉法庭共有7名法官，均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办公。争议法庭共有

9名法官，分别在纽约、日内瓦和内罗毕

办公。这两个法庭是联合国内部司法系

统的重要机构，为维护联合国工作人员

合法权益、促进联合国系统在法治基础

上有效运转发挥重要作用。

这是联合国上诉法庭和争议法庭设

立以来，中国候选人首次当选。

在联合国上诉法庭和争议法庭选举中

两位中国候选人首次当选法官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15日电 （记
者孙丁）美国前总统特朗普15日晚宣布

将再次争夺白宫之位，并正式启动2024

年总统竞选活动。

特朗普在位于佛罗里达州住所海湖

庄园宣布这一决定，并于当天向美国联

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正式文书。

特朗普在讲话中回顾他担任美国总统

期间各领域“政绩”，同时抨击美国现任政

府以及民主党政策，宣称将让“美国回归”。

特朗普现年76岁，2017年初至2021

年初担任美国总统。在2020年总统选

举中，他输给民主党人拜登，但拒绝承认

败选。目前，特朗普被牵扯多项刑事和

民事调查，涉及“国会山骚乱”、干预

2020年总统选举计票等。

16日，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太空发射系统”搭载“猎户座”飞船发射。 视觉中国

特朗普宣布再次竞选美国总统

据新华社埃及沙姆沙伊赫11月16

日电《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
简称《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

（COP27）正在此间举行。15日，第三十

一次“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召

开，与会部长交流了各国国内应对气候

变化进展，并就共同推动COP27取得成

功深入交换意见。

本次会议由南非环境、森林及渔业

部长芭芭拉 ·克里西主持。巴西环境部

长若阿金 ·莱特，印度环境、森林与气候

变化部兼劳工与就业部部长布彭德 ·亚

达夫，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出

席会议。

中方表示，“基础四国”持续引领各

方坚持《公约》及其《巴黎协定》，是气候

变化多边进程的重要力量，为维护发展

中国家共同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基础

四国”在COP27期间共同发声，对凝聚

发展中国家共识具有重要意义。COP27

应当就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适应和资

金等议题取得积极成果。中方高度重视

应对气候变化，采取调整产业结构、优化

能源结构、建立市场机制、提高森林碳汇

等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并取得了积极成

效，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突出的

中国贡献。中方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已构建完成“1+N”政策体系，将坚定

不移地加以落实。

“ 基 础 四 国 ”部 长 们 表 示 ，支 持

COP27主席国埃及举办一次成功的缔约

方大会，支持“77国集团和中国”主席国

巴基斯坦发挥团结发展中国家的积极作

用。部长们一致认为，COP27应切实维

护《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确立的目标、

原则和制度安排，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原则和自主决定贡献的制度安

排。COP27以“落实”为主题，应倡导各

方争取务实行动，在减缓、适应、资金以

及损失和损害等领域取得均衡成果。发

达国家应当率先大幅度减排，尽快兑现

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承诺，提出

适应资金翻倍路线图，并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

COP27应就全球适应目标的谈判取得实

质性进展，为在COP28达成有力度、可

操作的全球适应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审议通过了《“基础四国”在联

合国气候变化沙姆沙伊赫大会上的部长

级联合声明》。

“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在
沙姆沙伊赫召开，四国部长一致认为——

COP27应就发展中国家最关心议题取得成果


